南荷华雨
2018 第四届中国诗歌春晚会-第 2届欧洲分会场启动
—

维也纳

2018 第四届中国诗歌春晚会---第 2届欧洲会 或诗人， 报名，投稿，参加
与会；欢迎擅长诗歌朗
场启动
屈金星- 屈原 后裔 中国诗歌春晚发起人、总策划
2018 第四届中国诗歌春节联欢晚会，继续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北京文艺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 彰显中华文化自信，捍卫中华文化
尊严，加大中国诗歌文化国际输出，促进国际、民
族，通过诗歌彰显中国文化自信与尊严，讴歌大写
的中国精神，歌唱中国梦，凝聚中国心，传递中
国情。晚会将结合团圆、和平、诗意以及“一带一
路”战略，邀请国际以及海峡两岸著名诗人、朗诵
家参与，并拟在各大城市，西安，上海、天津、广
州…台湾等地，及欧美 东南亚等国设立海外分会
场，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呈现海内外“诗意的呼
应”，跨越时空，超越国界…
现将2018第四届中国诗歌春晚-欧洲会场启动， 公
告如下；

-

本届举办地点：在 奥地利-维也纳

In deze editie:
-

维也纳 是 奥地利 的首都，是联合国的四个官方驻
地之一，更是奥地利最大的城市和政治中心，位于
多瑙河畔；除此之外维也纳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部以及
其他国际机构的所在地。在20世纪初以前，它是世
界上最大的德语城市，，仅次于柏林。其市中心古
城区被列为世界遗产。更值得一提的是，它具“世界
音乐之都”和“乐都”等美名而享誉世界！
具体时间：定于2018年2 月4日 （中国新华网，

.

中国诗歌春晚-人人文学网）直接上网
-

主编：
池莲子
马克-欧普海(荷文)

届时将要邀请欧华著名诗人及国际诗人参会，朗
诵，（有音乐， 舞蹈 ， 伴奏）。以华语为主，部
分双语。（新诗体，古诗体，辞赋 均可）
欢迎，此刻在欧洲生活，一切 爱好诗歌创作的作者

诵的爱好者，积极报名. 凡应
选参加朗诵的佳作作者和优
秀朗诵者，将获得“ 2018 中
国诗歌春晚-欧洲会场”荣誉
奖。并入编《中国诗歌春晚欧洲分会场》诗专（集）。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8 年1 月17日截止 ， 诗歌
报名者，附100 字简介，诗2首（不超出30行）。

春节 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重要节日，是人人盼团聚

的时刻；是大家握手相祝贺的良辰 ! 欢迎您的来
到，共祝祖国 民富国强， 海外游子心身安康 。
参加活动者， 报名费 E30/每人，（儿童免费）可
免费享用春晚宴会。组委会须知住宿者， 报名时必
告知，以便安排。
2018 中国诗歌春晚 – 第2 届 欧洲分会场 ：
诗作投稿方式 ：
Email chunwan.eu@outlook.com
主办单位 联系人：
李迅（凤凰诗社欧洲总社长） : 0042 190 200856
汪温妮（捷克华文作协会会长)：
0042 0739679268
池莲子（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 秘书长)：
0031 486 45 1558
“2018 第四届中国诗歌春晚会-第 2届欧洲会场”
组委会
于09 -12-2017 启

健康保健-“学习呼吸与禅坐”
-

(vervolg pp. 1)

Dit geldt in bijzonder ook voor de Chi- nese mensen in Europa die samen Chinees Oud en Nieuw willen vieren
en elkaar willen ontmoeten voor het
nieuwe jaar van de Hond.
Aanmelden vooraf is noodzakelijk. Aanmelden kan vanaf nu tot uiterlijk 17
januari 2018.
Dichters die zich willen aanmelden
dienen een curriculum vitae en 2
gedichten in te leveren (maximaal
100
Woorden).
Dit tweede in Europa te houden
“Chinese Poetry Spring Festival”
wordt georganiseerd door
EU Chinese Poets Organisation,
Czech Chinese Writers Organisation en World Chinese Writers Organisation.
Contact e-mail:
Chunwan.eu@outlook.com
Contactpersoon:
Li Xun: 0042-190 200856
Of Wan Wen Ni: 0042-739 679268
Chi Lianzi—Verhoeven :
0031 486 451558
February 4, 2018 will be the next date
for the Chinese Poetry Spring Festival.
The second time in Europe.
This time it will be held in Vienna, Austria.
The Festival is a celebration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 the year of the Dog—
celebrated by reading
poetry from Chinese poets in Han
(Mandarin) and English.
If you want to join, please subscribe
before January 17, 2018.
Poets who want to enter please sent 2
poems and a short bio (100 words maximum).
For more information you can contact
the organisation by e-mail:
chunwan.eu@outlook.com
Or by phone:
Li Xun: 0042-190 200856
Wan Wen Ni: 0042-739 679268
Chi Lianzi - Verhoeven :
0031 486 451558

（

–

-

-

2017年11月4日， 星期六 ，刮风带
雨。，彩虹-静莲保健中心-太极学校，
举办健康保健课/学习呼吸和禅坐。参加
学习的学员， 来自本地区10多个村 城
镇，40多人。有的来自40-50 公里之外，
他们怀着对中国文化的热忱，及中医保
健文化的信任，不顾风雨，前来参加学
习和演练。自始自终，即学又炼，其精

-

-

神甚是感人。(Les—Chi Verhoeven )

谈谈中医精气神和它的发病机制

谈谈-中医精气神和它的发病机制

哪疾病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就是中医高明之处。内经时代就把
七情作为病因。随着科学的发展，生活的改善，现在六淫外感
疾病已得到控制。而情志疾病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身心疾
我们海外中医人，在西医为主导的医疗体系中行医，治疗又多 病已占百分之八十强。
是西医治不好的疑难杂症，针对的又是不知道中国文化背景的 其一神的失控。情志情绪如何导致疾病呢？这里中西医找到一
西方人。如果用纯中医的语言，会带来交流沟通的问题。在病 个共同点。原来是大脑缺氧诺的祸。大脑主要由氧气营养，它
人半信半疑之中治病，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只有把中医内在科 的重量只占体重的百分之二，但耗氧量占人体百分之二十强。
学原理让世人明白，病人才能相信中医，从而提高疗效。为此 大脑对缺氧十分敏感。大脑一缺氧致情绪不稳，情绪不稳加重
谈点体会。
了大脑缺氧，造成一个恶心循环。而使身体缺氧，慢性疾病几
一 ). 精气神的科学内涵
乎是缺氧惹的祸。失眠、抑郁、老年痴呆、癫痫、情绪不稳是
中医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医学。因于它一开始就认识到活着的人是 脑缺氧，心血管疾病是心脑缺氧，呼吸系统疾病是肺和气管缺
由精气神三者组成而密不可分有机结合。《内经》已对正。
氧，消化系统疾病是肠胃缺氧，高血压是脑或肾缺氧，糖尿病
第一是精或形的层 是胰腺缺氧，皮肤病是皮肤缺氧……正如《内经》所云“正气
次，它 是 解剖 学 的 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就是为什么以深呼
概 念。二 千多 年 前 吸为主气功，喻咖及各种有氧运动能改变情绪，性格及预防和
内经对脏器血管都 治疗疾病的道理。
有 记 载，并把 人 分 其二，气的失调，就是经络，神经和血脉能量通道的阻塞。它
成 皮 肉 筋 骨 脉 五 阻断了大脑和身体脏腑器官的联系。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复杂的
体。这 属 于牛 顿 力 有机体。
学 范 畴，西医 就 是 ）人的血脉系统即化学通讯系统如激素经过血脉运送作用于受体
很象写信人经邮局作用于收信人的邮政通讯。
在牛顿力学基础上
）神经通讯系统如同有线电话一样，资讯在电览内传送。
发展状大的。
）经络系统就是人体无线电通迅系统。它是人体能量的通
第二是气的层次，
是 能 量 方 面 的 内 道，它的资讯载体就是电磁波。经络、神经和血管距离颇近，
容。中 医 用 气 一 三者颇此相关。神经和动脉从解剖图上大家都可看到走行基本
源、阴 阳、五 行、 上贴在一起。而经络和神经也如无线电借助有线电览一样，密
经络、脏象功能等气的层次上解释万事万物的客观规律。它是 切相关。这就解释了切断神经后就失去了经络传导，而正常经
人体无线电系统。用量子力学来看中医就顺眼多了。量子理论 络传导跟神经又不一样的现象。
已证明万事万物都是个能量场。身体就是一个电磁场，现代科 其三：形的病变，原于气不顺，经络不通。“百病生于气”而
技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证明了人体电磁场的存在。简单的说中医 致气血瘀滞，脏腑升降气机的混乱，痰湿内生。诚如《内经》
的气就是物理学的磁场。磁场正负极就是阴阳，磁场正负极变 “气血失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血中
缺氧，血粘度增大，血液在流经微循环时速度减慢，血流不
化而产生频率。
畅。营养物质交换不全，代谢产物瘀积不出，造成微循环障
五行就是五个频率相同或相近，可以相互影响的五大系统。如
碍，使组织器官的细胞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素的供应，免
音调有七个，但主音调是五个。色彩也有七个，但主色调也是
疫功能下降而变生疾病。生命是一条流动的河流，如河水缺
五个，五彩缤纷吗。中医把人体内在脏腑官体、意识精绪和自
氧，又不流通，必将变成死水一潭，变生毒气而百病众生。
然界的季节、方向、气候、颜色、时辰、音乐等根据不同频率
总之疾病的发生是从神乱而致气滞最后一步一步发展到形病。
归纳为木火土金水五行。《内经》所说“同声相应，同气相
疾病是从无形的状态发展到有形的改变。
求”。五运六气也就是利用天体磁场变化规律，来推测各年各
季的气候变化和发病规律。针灸的子午流注也是运用时空节律
调节人体的频率而治病。这样也很好解释了中医心为君主之
官。因人体所产生的频率由心脏跳动的频率为主导。心的频率
随着人的喜怒哀乐而变化，也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这解释了
为什么年轻人和老年人喜好不一样。量子力学也使我们知道为
什么人有命运，命运就是人出生时时间和空间哪一瞬间给人带
来的磁场（即生辰八字）世界上东西方有五花八门的算命方
法，但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都利用生辰八字。也解释了知识能
改变命运。因命运是气的层次，而知识是更高神的层次。而经
络是人体信息和能量传递通道。它的传送就像无线电的传送，
穴位就像每个无线发射器或接收器进行信息的传导。
法国三才中医学院院长。 祝跃平 （剪编）

第三神的层次。量子力学开始关注对神或意识的研究，推翻了
牛顿力学认为“科学研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的论断。量子力学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意识是规避不了的。意
识在自然科学理论中反而可能是最基础的，它是一种不受我们
身体局限的物质。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改变物质事件。
“以心控物”“心想事成”意念可以影响物理现实，具有改变
世界的惊人能力。所以中医把天地人看成同等重要，相互影
响。如人类能把意识研究清楚，知道它如何运作。世界必将迎
来更大一次伟大革命，人类将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古人
的大同世界，今人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一定会随之到来。因战
争，犯罪，贪富，疾病和苦乐都是人大脑意识作怪。总之，人
是形气神三者有机组合而成。心灵通过气为载体与身体不可分
地连结在一起。心灵是身体的指挥，它每时每刻有意或无意地
影响着你的健康。
二）精气神疾病发生观

冬季-太极演练 -静莲学校 / 浮针 在荷兰 传播

月

-

日， 中国-新式中医针法-浮

针 在荷兰你阿姆斯特丹，神洲大学成功
举办。 由浮针创始人符仲华及助手贺青
涛主任 一起，从主讲到临床说教试针，
整整两天，达到意想不到的临床效果。但
符教授在讲解针示中，提到；它的操作，
看是容易，其实不易 医者， 还必须根
据中医的辩证治疗思维，选择哪一种病象
可治或不可治。已达浮针的神奇疗效。
本期学员来自荷兰全国各地，及德国瑞士

12月 2 日 –太极演练， 彩虹中心 - 静莲
太极学校 年终对外开放演练， 来自
本地区近 40 多人，免费参加锻炼，
人人热情
高涨，风雨无阻地来自远近几十公里
的， 十多个城镇的学员及新的爱好者。
本次演练节目有：简单气功学练， 杨式
太极拳 24 ， 48 . ，杨式太极剑， 五禽
戏，
。演练结束， 立刻有几位新学员报名，
参加 明春的初级班学习。

—
等国， 共 多人， 最后都成功领取浮针
证书。（浮针课现场;右-符仲华教授）
-

八种体质容易陷入“亚健康”
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琦教授指
出，体质可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
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瘀血质、
气郁质和特禀质九类。除平和质被视为健
康表现外，其余八种体质更容易发展为亚
健康乃至疾病状态。比如气郁质，这种体
质容易导致多种心身疾病。
-

-

-

-

-

-

中医常说：“肥人多痰湿，瘦人多虚火，
性急多火热（容易发火）。”据杨志敏介
绍，患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
管疾病的人，有些人是阴虚或气虚质、瘀
血质、痰湿质，高脂血症患者是阴虚质。
糖尿病患者则有不少表现为阳虚、痰湿
质。专家指出，亚健康状态多为心身性疾
病，心因起主导作用，即多为情志所伤，
而情志与肝关系密切，持续的情绪焦虑、
压抑必先影响肝之功能，因此，亚健康多
与心肝两脏相关。因气为阳，而阳主
功能，所以，亚健康状态以气虚型最
为常见。此外，心主血脉司运输，心
阳虚功能差即气虚，而气虚不能推动
血液在脉道中运行，气虚血涩故致瘀
血，而瘀血易致胸痹心痛、中风，因
此，早期瘀血质也是亚健康状态的常
见症状。

冬季健康保健
力。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世界上大
多数地区的死亡率，都以冬季为最
高，此季也是心脑血管病、呼吸道

-

塑料甚至比预期的更危险
疾病不再离开我们的社会。特别是
柔软的塑料含有邻苯二甲酸盐，一
段时间以来已知的化学化合物是内
分泌干扰物。邻苯二甲酸盐同时也
是无所不在：食品，玩具，药物等
的包装材料 ...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在他们的研究中发
现 99.6 ％的男性超过 35 个邻苯二甲
酸盐尿液。而且浓度越高，炎症指标
越高，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
等慢性疾病越多。对肥胖，吸烟，饮
酒的纠正并没有改变这些事实。

疾病的高发时段。
中医认为，“冬者，天地闭藏”，即是
说冬季万物闭藏，自然界阴盛阳衰，
各种动植物都潜藏阳气，以待来春。
因此，冬季养生应注重敛阴护阳：尽
量早睡晚起，保持较长的休息时间，
使意志安静，人体潜伏的阳气不受干
扰；坚持适当锻炼，但要注意做好充
分的准备活动，锻炼后要及时擦干汗
液；注意背部保暖，背部是“阳中之
阳”，风寒等极易通过人体背部侵入而
引发疾病，老人、儿童及体弱者尤其
应注意避寒就暖。
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锻炼后要及时
擦干汗液。注意背部保暖老人、儿童及体
弱者尤其应注意避暖。滋养脾胃。
冬季是进补的好季节，进补要顺应自
然，注意养阳。根据中医“虚则补之，
寒则温之”的原则，冬季要多吃温、热
性质的食物，提高机体的耐寒力。狗
肉、羊肉是老人冬季滋补佳品，此外
每天晨起服人参酒一小杯，可防风、
御寒、活血。将牛肉切小块，加黄
酒、葱、姜用砂锅炖烂，食肉喝汤，
可益气止渴、

-

-

-

冬

以前的研究表明，吃很少的水果和蔬
菜，而是用塑料瓶大量加工 / 包装食
物和软饮料，大大增加了尿液中邻苯
二甲酸酯的浓度。
所以：如果你想避免长期吃大量的新鲜水
果和蔬菜，以及尽可能少的加工和包装食
品。并注意与玩具的儿童！
选自 ABC 健康报

冬

从立冬开始，经小雪、大雪冬至、
小寒、大寒，直至立春前一天是冬季。冬
季 “寒” , 寒气袭人，是气候变化的特点。
人体新陈代谢变缓，虽说可以保存
体力，但也降低人体抵抗疾病的能

《梅花》（宋词：宋代王安石全集，
描写“冬”）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两岸诗》诗刊社长 方明
（台湾）—— TaiWan，方明先生与
余光中 犹如师生及好友，经常在一起谈
辍创作与诗意（艺）。
这里选刊是余诗人仙逝当日，世华诗人
们的反响之作，及诗人方明 感叹。
腾讯文化 林淑蓉 周生：
（文化有腔调 2017-12-15）

余光中 ，走过颠沛流离的一生，他于昨
日病逝于台湾高雄。他留下的，除了文
学和翻译遗产，还有不断的争议。 很难

一跳——这只是三年前而已。
看到我们惊讶的表情 , 他说：“方明，你
不要担心，这条路我开了三十年了，我
天天在那里上课，没有问题。”中间我们
聊了一些关于创办《两岸诗》的意见，
他说，希望我们能介绍两岸诗人的诗歌
理论、意见，让两岸都看到彼岸诗歌的
发展情况。我和王梵原本就有这样的想
法，经过余老的肯定，我们很快就成立
了《两岸诗》。
纪念余光中

崔子衿 15:21

我看见你
右手拿着《乡愁》
把它放入水中
当做小小的船
载着你
走了
我看见你

田丽娜 15:56

2017.12.14

吊余光中先生
岁月诚凄凄
乡愁终未了
花隐隅台北
星落南宝岛
散文惊鹄雁
诗词越浩淼
名是文章著
憾为倦归鸟
如今先生去
头枕江河渺
船票凝语丝
海峡浅昏晓
但愿九州统
长气依袅袅
雁门客 16:38

过。”得知余光中去世的消息，《两岸
诗》诗刊社长方明说，他从 15 岁起就开
始读余光中的诗作，在学写现代诗的时
候，余光中的作品也给了他很大启发。
读大学时，因为加入蓝星诗社，方明与
余光中结识，从此相交半个世纪。
一个月前，方明才与余光中见过面。他
回忆，余光中当时的身体状态已经不太
好了。
一年前，余光中曾告诉他，自己说不定
可以继续写到一百岁。如今，这句话已
无法实现。以下为腾讯文化对方明的采
访。
大陆是他乡愁的根本”
腾讯文化：你是何时最后一次见到余光
中的？
方明：是上个月。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
的刘福春教授和北京模范书局的老板姜
寻来台，他们想见余老，我就和余老约
见面。北京的模范书局帮余老编了一本
书，是用竹子刻的。
我其实每几个月都到南部去看望他一
下，每次去看他 , 都觉得他在逐渐衰退。
在他去年跌倒以后，我发现他衰退得更
快了。上个月看他的时候，他非常瘦，
精神也已经很差了。很熟悉的人他认
得，其他人他不大记得了，其他人讲话
他也不大回答。四五个人在那里大概谈
了三十分钟，我们就离开了。这是我们
见的最后一面。
比较特殊的是，三年前办《两岸诗》之
前，我请南京理工大学的王梵教授一起
去看余光中。本来是说到余老家里去吃
饭，余老居然说要带我们去中山大学吃
饭，还亲自开车带我们去。当时把我吓

左手拿着《春天 遂想起》走了
去了你魂牵梦萦的江南 去了唐诗宋词
故里 去了小杜 江南苏小小的江南，
西施的江南
你是否到了吴王越王
那刀光剑影的古战场
是否到了酒旗招展的
青石巷纳兰容若与你
谈诗吗
还是你们深聊各自的
表妹是谁陪你在柳堤
漫步是谁陪你去采莲
蓬……哦
到了枫桥古镇了吗
愿那寒山寺的钟声
还有那漫天的风筝
漫天的燕子
与你同行……
2017-12-14 15:24
纪念余光中，一首《乡愁》 已成绝响！
它承载母子永恒的深情
七绝 : 悼念余光中 文 / 巩桂明我欠余公
一首诗，
乡愁读后味方知。
忽闻西去泪如雨，
相见更深扶梦时。

《送余光中先生》
顾必龙
那一枚邮票
邮走了灵魂
我知道先生这次真的动
身
不带走任何俗物
只在眼眸收藏了乡愁
乘一沓飞纸的烟
把自己彻底寄给了母亲
船票，也已检票了
票花上滴满爱人的眼泪
大陆的床，泛满泥土的
香
黄河长江唱着东去的歌
大陆的怀里有述不完的
衷肠
天堂的距离并不遥远
仅仅是愿望里的暖暖一
念
从海岛出发
回归昆仑山
先生只为完成夙愿的巍峨
乡愁，愁了一生
这回倚着纸花笑了
左手可以握住黄河畔的泥土
右手可以捻起长江边的鲜花
你种下的文字
也终于变成发芽的现实
月亮睁大眼睛望着你
从上弦与下弦的缺里
望月，终于脱胎盈满安祥
乡愁，瞬间化作雪片
从心底深处如意飘落
在我的眼角融化成清露
2017.12.14 子时，乘夜也送余光中先生
余光中，曾任“中国诗歌春晚”高级顾问！

悼念余光中先生-何与怀

2018 国际青少年微文学大赛 Literatuur info.

那一湾定格了的崇高的母体乡愁
——悼念余光中先生
何与怀 （前言：惊悉余光中教授于12
月14日在台湾高雄医院辞尘，享年八十九岁，特发此文，以为
悼念。一代华文文坛大师走好！）
我最初阅读余光中——不光是他的新诗华章，还有他的英美现
代诗译作、他的文学评论、他的散文创作——是在1982年深秋
（按中国季节）到新西兰并在第二年开春就读奥克兰大学之
后。当时的我，刚刚走出闭塞了几十年特别又经历了文革大灾
难的中国，后来又得到报读博士的机会，犹豫于英美文学、比
较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之间，考虑选择博士学科以及论文题
目，自然许多以前闻所未闻或所知有限的书籍都让我眼前一
亮，大开眼界，获益非浅。其中，阅读余光中给我莫大的享受
与启发。
平常大家都说余光中是一代华文诗坛大师，但他并非只是驰骋
诗坛。他曾自言诗与散文是他的“双目”，散文在他的心中，与
诗的分量相当；而且，他还兼及评论和翻译，所以有写作的“四
度空间”之说。一代名家、比余光中年长一辈的梁实秋称誉他是
“左手为文，右手为诗，成就之高一时无两”。还有“五色之笔”的
精彩比喻。这是香港作家教授黄维樑说的：余光中手中握的是
一支五色之笔——用紫色笔写诗，用金色笔写散文，用黑色笔
写评论，用红色笔编辑，用蓝色笔翻译。大半个世纪以来，余
光中文学生涯辽阔，成就非凡，影响深远。
见到心仪已久的余光中先生本人，已是初识他长达二十二年之
后。那是2004年中秋时节，当时总部在台北的世界华文作家协
会组织了一个在北京举行的“全球百国华文作家手拉手团结和平
友谊大会”，我作为澳大利亚作家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与会者住
在长城脚下的度假酒店，有些活动就在长城上举行，会前会后
我常向大会贵宾余光中先生请教。余先生白头，小个，但仍然
精干，神采奕奕，有问必答。最为记得的是，我甚至“单刀直
入”，问起不久前发生的“余光中事件”。
当年3月31日，台湾的李敖在他的香港凤凰卫视“有话说”专栏，
居然以《骗子诗人和他的诗》宣讲，以极端甚至攻击性的言
辞，抛出对余光中十足不屑的批评。在中国大陆，国家社科院
文学所一个叫赵稀方的研究员是最早披露所谓“余光中历史问
题”的学者。那年5月、7月、9月，赵某连续发表《视野之外的
余光中》《是谁将“余光中神话”推到了极端？》《揭开余光中
的另一面》等文章，让文坛炸开了锅，成为有名的“余光中事
件”，并因此在海峡两岸文学界引发争议。追根究源，引发争议
的焦点无非是余光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和“陈
映真事件”中的一些个人表现。
关于这些，余光中先生自信十足地对我含笑回答道：“炒得太热
了，有人想降降温。”
二
所谓“炒得太热”，就是那些年余光中的声望在中国大陆文坛如
日方中，好评如潮。 （ 下 照片 左 余光中 ， 右 何 与怀 )
谈论得最多的自然是他的《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
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
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
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1971年，阔别中国大陆二十二年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
门街的旧居里写下这首《乡愁》。他回忆说，写《乡愁》仅花
了二十分钟，但是这种感情在内心已蕴藏二十多年。诗歌言
志，咏情，是情志抒发的艺术，最忌讳空洞无物的抽象说教。
为此，诗人们往往选取一些称之为意象的情感对等物来抒情言
志，从而使诗歌具有含蓄蕴藉、韵味悠长的表达效果。《乡
愁》一诗，便是通过“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等意象，
通过人生几个典型又独具个性的事由，散发着诗人全部生命体
验全部生命感悟，非常形象，准确，深刻，而且概括。如众多
论者所言，这不是普通意义的乡愁，而应是愁在追问自己到底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是人类最高意义的“母体乡愁”，是对
生命存在的哲学感悟和人生本源的探求，从而揭示出个体生命
内部的苦涩与忧愁、坚守与期盼……。
余光中此诗，语词由狭窄的能指意义空间拓展到广阔的所指语
义空间。诗人在传达个体生命的体验时，也让人充分领略到个
人话语的魅力。他说过：“我以为艺术的手法有两个基本条件：
一个是整齐；一个是变化。”他追求诗的整齐，讲究诗的和谐，
强调诗的节奏韵律，构思巧妙，想象丰富。在关于余光中的千
篇评论中，几乎众口一词，认为他将西方现代诗艺与中国传统
诗歌精神相融合，在表现现代人主体意识方面有很大的突破，
亦创造了符合中国语言文字特点的民族化的诗歌艺术美，赋予
了中國现代新诗一股活力。
四十多年来，这首诗以其巨大的概括力震撼人心，在海内外华
人间广为传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无疑已成为经典性怀乡
文本。难怪许多诗评家一致认为，百年来可以传世的新诗当
中，也许不太多，但肯定有一首余光中的《乡愁》。（剪编）

2018 国际青少年微文学大赛
暨第二届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活动通告 :

（剪编）
一、活动名称： 2018 国际青少年微文学大赛暨第二届全国青少年创意
写作大赛二、活动时间： 2017 年 12 月— 2018 年 8 月三、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微型小说学会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
2 、主办单位：
教育部“微文学与新读写”课题组《微型小说月报》杂志社
3 、协办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社区校外活动中心岭南师范学院基础教育研究所《中学时
代》杂志社
游读会
4 、承办单位：
北京寓乐世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四、活动内容参与对象
小学至高中的在读且使用汉语写作的学生（国内＋海外）；
国内赛区：分设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
海外赛区：分设 5-6 年级组、 7-9 年级组、 10-12 年级组；
活动介绍：
赛制
活动分为海选和决赛两个阶段
．海选：国内分设 7 个分赛区，海外统一为 1 个分赛区，每个分赛区内
的每个年级组均设置微小说、微散文、微诗歌三个竞赛单元，所有符合
年龄限制的学生在自己所属的分赛区内，均可选择文体自由参赛。
2 ．决赛：对各分赛区的优胜者进行集中培训、授课，并参加夏令营活
动，活动中现场竞赛、评比并颁奖。
联系方式：海外分赛区-5-6年级组-微小说： 电话：18511811207

wwxwxs01@sina.com / gudaohuangcheng@126.com

国际华文文学
雪天特地去看望他。沈
从文的小屋子里没有生
林继宗 Lin-Jizong
爆炸火，寒气逼人。郁
China
达夫进门时，沈从文正
《庄子·大宗师》讲了一个故
把一床破棉被包着下
事：有人将船藏在山谷深处，
身，坐在桌子前，用一
以为非常牢靠、万无一失。不
双冻僵了的手在写作。
料半夜里有一位力大无比的人
郁达夫忙把围巾取下
将船背走了,而这个正在熟睡
来。给他围上。他俩谈
的守船人一点都不知道.庄子
得很融洽。后来，郁达夫一
用这个故事比喻说明人无法保
直非常同情并无私地帮助了
持生命与形体而永远不死。这
沈从文，雪中送炭令沈从文
就是“过隙不留，藏舟难固”的
永志不忘。沈从文走了曲折
典故。它揭示了生命运动有始
的人生道路。解放后，转入
有终的真理。墨子也说：“人
历史文物研究，研究古代服
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
装史，脱离了文学界。那也
犹驷驰而过隙也。”晋人满岳
是随缘吧。巴金在肖珊病逝
则吟道：“降年不记，玄首未
之后，特别是到了九十多岁
华，衔恨没世，命也奈何。”
高龄时，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为别人而活
亘古以来，人们都在探求：生命是什么？
着。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愿意早一些见
人生应当怎样度过？诗人但丁认为：人生
肖珊。但是，为着对他人的热爱，他甘愿
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我们的一生和植物相
好好活下去。这就是随缘之美！
似，发芽、成长、开花、凋零直至枯萎。
生命，无论华丽宝贵抑或朴实清贫，不必刻意
冰心谦逊地说：“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
我只敢说生命像什么。”当然我们希望象 追求，只要随缘，自然美好。自在飞花轻似
梦，无边丝雨细如愁。伤心桥下春波缘，曾是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在《生命不能承
受之轻》中所说的那样：“生命需要一个 惊鸿照影来。那又何必呢？你想想：今夜月明
沉甸甸的质量，”但其实平凡才是真正的 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还不如：只有醉吟
人生。
宽别恨，不须朝幕促归程。
生命最自然的状态，应该是平凡，朴素与 【作者簡介】：Profesor Li-JiZong , is presen随缘，那随缘之美，是既诗意，又质朴； ter van Chao Shan Literaturen Instituut, een
既和谐，又温馨。象日耀高山，象月染大 paar boeken gepubliceerd .dichter en schrij海，象风吹垂柳，象雨打芭蕉，象人们平 vester
淡，简朴而又颇有乐趣地度过自己的一
林繼宗，男，中國學術發展科學研究院客座教
生。那人生中随缘，是平凡、朴实的随
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際潮人文學藝術協
缘，是宁静、美好的随缘，也是温馨、和 會會長，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學術顧問，美
谐的随缘。以至每在风吹垂柳的清晨，我
國風笛詩社成員，廣東省潮汕文學院院長，《中
都微笑着走出家门；每在晶耀高山的当
國作家》簽約作家，中華詩詞博士，原汕頭市作
午，我都惬意地回家休息；每当雨打芭蕉
的黄昏，我都和美地聚会家人；每当月染 協主席，潮汕星河獎基金會名譽會長。
大海的夜晚，我都安然地步入梦乡。即使 Yu-LianShen, Beroemde Kalligraaf

随缘之美

有时候，工作遭遇困难，生活增添麻烦，
心绪产生不安，而我，总能调整心态，化
解矛盾，随遇而安。人生，理智到了终
点，便是率性；清醒到了尽头，便是糊
涂；奋进到极致，便是随缘。所谓率性，
并非胡来，而是难得的率真；所谓糊涂，
并非愚蠢，而是难得的聪明；所谓随缘，
并非懈急，而是难得的自在。人生之路，
竹杖芒鞋轻胜马；向前走哇，一蓑烟雨任
平生。
人生，叹息不相见，红颜今白头；日幕
秋风起，关山断别情。人生，屡别华容
改，长愁意绪微；义将恩爱隔，情与故
人归。人生，或许随缘，才能消弭华容
老去，凡心愁来的忧患。我佩服沈从文
先生。他“日月走泥丸，经冬复历春，浮
沉半世纪，生存近偶然。”沈先生青年时
代便流浪到北京，在极其艰苦的生存环
境中创作了《边城》等大量优秀的文学
作品。郁达夫读了他的小说，在一个下

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
公益文化
发展中心
主 任、公
益文化书
画院院长
等 China

若远似近 何亚兰
当晨曦铺满大地
朱颜染红我的窗前
当月光穿透溪流
涟漪绊住我的脚步
当远方路绝人稀
你为何窜入我的双眼
今夜的风为何癫狂
卷走了我疲惫的心房
夜空中缥缈的云朵
怎能将忧愁塞满天穹
天空中闪烁的群星
能不能借我一点光亮
虽看不清纵横的千沟

中国著名诗人书法家——于连胜
于连胜 中国著名诗人、书法家、社会
活动家。第八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世界诗人大
会永久会员。现为世界诗意文化联合会主
席，世界诗人大会诗意书画摄影艺术委员
会主席，“诗意文化环球行”总策划，中

小溪仍在潺潺声响
常去大自然倾听万籁俱寂
尽管你似乎离我遥远
看啊 多么美的夜空
要是你也在那儿 该有多好
(Msr.He is Dichter en schilder)
（

简 历 ： 何 亚 兰 He – YaLan

China ，笔

名：蝶漫晨曦。现代诗人，画家。 ）
诗歌发表于中国各大媒体及东南亚多个国家
本报为纯文化， 文学 等 交流刊物，
报刊中文文艺刊版登。诗歌选后入选《中国
发向世界各国,欢迎你 供 稿！
诗歌选》《中国散文诗歌精选集》《中国诗
欢迎， 对中西文化交流感兴趣的同仁
歌报》《中华唯美汉诗精品选》《中国诗歌
给我们供稿， 我们将争取两种语言刊
选》《中国新诗歌》《中国现代诗人网刊》

用，谢谢， 彩虹《南荷华雨》编辑部
等100余家选本。曾获第二期红高粱笔会
荷兰
金奖，曾获第三届孔子诗歌奖银奖。

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逝世/ Beroemde dichter vertaler TuAn overleden
著名诗人屠岸去世 曾感叹“人类
不灭诗歌不亡”
2017年12月16日下午5时，著名诗人、
翻译家、出版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
辑屠岸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4岁。消息一
经传出，众多媒体、出版界和文学界人士
纷纷发文表示了纪念。
屠岸（1923年11月22日-2017年12月16

说您已经走了.
五雷轰顶!
五雷轰顶!
失去了您,
让我悲痛难忍.
想到今生再见不到您,
我的热泪滚滚……
为什么永别的偏偏是您?
如今,这条金华火腿,
叫我送到哪里?
往哪里送?

沙写道:“赠给璧厚吾友麦杆一九四三年
十二月。”这让屠岸喜出望外，激动得不
知所措，忙说:“你们也不宽裕啊。”青
年笑答:“书到爱书人手上，是它最好的
归宿。”年轻店主即麦杆，原名王兴堂，
后为我国著名木刻家。他与屠岸成了好朋
友。麦杆曾为屠岸的另一部译著《鼓声》
画过插图。一直到一九八四年，屠岸在烟
台与正在此地办画展的麦杆不期相遇，屠
岸将手头的一本新版《十四行诗集》赠与
麦杆，说没有您当年赠书，就不会有今天
的这个译本，是莎士比亚诗歌把我俩的友
谊连结在一起。

作者简介
高瑛
生于山东龙口，1948年考入哈尔滨行知师
范艺师班。1949年考入松江省鲁迅文艺工
作团，当舞蹈演员。1955年调入中国作家
协会。1958年随丈夫艾青先去北大荒，后
去新疆建设兵团，长达21年之久，1979
年调回中国作家协会，任艾青秘书。作品
有《我和艾青的故事》，诗集《山和
云》。
日），江苏省常州市人。早年就读于上海
交通大学。历任华东《戏曲报》编辑、
《戏剧报》常务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中国
剧协研究室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
文学编辑室主任、总编辑。著有《萱荫阁
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
白》等，译著有惠特曼诗集《鼓声》《莎
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等。2010年获中国翻
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屠岸生于1923年，自幼家学深厚，受
母亲的影响热爱诗歌，几十年来笔耕不
辍，写诗、译诗，还从事出版，挖掘好
书，三方面均有建树。此外，他还热衷绘
画，兴趣广泛，既博又专。
虽然早已退休，但直到去年，他依然保
持每天六七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伏案阅
读、写作、记日记、给读者回信。对于自
己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更是益
发求精，去年又重译、修改、增补。
因为爱诗，屠岸先生几乎将一生奉献给
诗，说来世还当诗人。对于这样一个爱诗
的诗人和翻译家，我们理应给予纪念，纪
念他的诗歌，纪念他对诗歌的这份爱。
您曾经对我说:
"很喜欢吃金华火腿"
天还暖和的时候,
我就想把艾青家乡人,
送来的金华火腿,
转送给您
今天突然得到消息,

-

屠岸译 莎氏十四行诗 缘起
屠岸，原名蒋璧厚，诗人兼翻译
家，生于一九二三年。他一九四二年在上
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读书之余，积极参
与文学创作与翻译活动，写新诗，翻译惠
特曼诗集《鼓声》，同时翻译莎士比亚的
十四行诗歌。
那时，屠岸家住上海萨坡赛路(今淡
水路)，其附近的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
上，有一家叫“古今书店”的旧书铺，只
有窄小的一开间门面，父子两人打理，维
持着艰难的小本经营。课余间，屠岸常去
书铺看书，亦淘些廉价的旧书。一个冬天
的傍晚，他照例走进店里，忽然瞥见书架
上有一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英文原版
本，这是一九○四年伦敦德拉莫尔出版社
出版的夏洛蒂·斯托普斯注释本，是精致
小巧的精装本，让屠岸看一眼就喜欢上
了。他试着向店主询价，年轻的店主笑答
二千元(当时流通的伪币)，屠岸一愣，一
个穷学生，实在无力购买此书，只得将书
默默放回书架。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惦
记着这本心爱之书，生怕被人买走。一
天，他又来到书店，那书还在书架上静静
地站着，他的心得到一丝安慰。因囊中羞
涩，他大胆地向店主提出借阅一星期的要
求，当即得到允许。他激动地把书捧回
家，一遍遍摩挲、翻阅。一星期到了，他
如期归还、道谢。年轻店主笑着接过书，
顺手从衣袋里掏出自来水笔，打开扉页沙

莎士比亚十四行 诗 （之一）
对天生的尤物我们要求蕃盛，
以便 美的玫瑰永远不会枯死，
但 开透的花朵既要及时凋零，
就应把记忆 交给娇嫩的后嗣；
但你，只和你自己的明眸定情，
把自己当燃料喂养眼中的火焰，
和自己作对，待自己未免太狠，
把一片丰沃的土地变成荒田。

你现在是大地的清新的点缀，
又是锦绣阳春的唯一的前锋，
为什么把富源葬送在嫩蕊里，
温柔的鄙夫，要吝啬，反而浪用？
可怜这个世界吧，要不然，贪夫，
就吞噬世界的份，由你和坟墓。

莎翁名言： 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
昼总会到来。

一个人思虑太多，就

会失去做 人的乐趣。
选自“ 中国语言网”

意念影响健康/Experimenteer met wetenschappers: ideeën hebben invloed op de gezondheid
年元月 日

，容易得很多不同的病。」

姜英先

私自利，只考虑自己，很少考虑他人
感受，这些人振动频率很低，这些低

元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讲

霍金斯博士说：只要看到病人就知道 的振动频率也是导致癌症、心脏病等
这个人为什么生病，因为从病人身上 种种病的原因。

话，平和亲切，铿锵有力，充满自

找不到任何一个和「爱」相关的字

他从医学角度告诉人们，意念真的是
信。不仅有金子般的经典语句，还体 眼，只有痛苦、怨恨、沮丧，包附着 不可思议，意念对人的健康有很大影
他全身。
现在更贴民心，更察民情，更接地
响。
气。听后令人心潮激荡，倍受鼓舞。

可见，积极乐观的心态，多些正面的

遂写出下面一首律诗，以表情怀，并 ▌振动频率高者能带来美好的磁场
正能量层级显示
与各位分享！

念头，以及一颗慈爱的心，是健康不

习主席新年贺词
七律

研究发现：最高的振动指数是
，最低的指数是

新年钟响震天环，

可缺少的因素。
古人说：「大德者寿」，诚不欺我！

。目前，在

讲话聆听泪眼潸。

这个世界上，他看到振动频率最高的

件件回眸心觉暖，

是

声声祝福面开颜。

出现的时候，能够影响一个地方的磁

视频爆满留神看，

场。

微信虽超不忍删。

例如：当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出现

领袖知情民意顺，

在颁奖会上的时候，全场气氛相当

干群协力勇登攀。

好，振动频率很高，她的磁场让全场

，他的能量特别足，这些人

的人都感受到她的能量，美好和感动
(平水韵) 选自“世界诗意文化”微群

充满其中。
当能量很高的人出现时，他的磁场会

美科学家百万次实验测
试：意念影响健康

带动整个万事万物变得美好祥和，而
当一个人有很多负面意念的时候，伤
害的不仅是他自己，也让周围环境磁
（左 方明

美国的戴维·霍金斯博士是一位医生，在 场变得不好。

， 右 洛夫）

年 月 日，《两岸诗刊》
美国很有名，他医治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
社长方明和著名诗人洛夫 ，探讨
的病人。他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人的 ▌振动频率不同人的表现有哪些
两岸诗歌发展的趋向时， 接受成
意念振动频率如果在
以上就不生
负能量层级显示
都商报采访 （见 “成都商报”
病。」
霍金斯博士说他做过百万次案例，在 采访报道。）
霍金斯博士发现，凡是生病的人一般都用

负面的意念，他们喜欢抱怨、指责、仇恨
别人，不断指责别人过程当中就消减自己
很大的能量。这些意念的振动频率低于
。这些人容易得很多不同的疾病。

全球调查过不同人种，答案都是一致
的：只要振动频率低于
人就会生病，

，这个

以上的就没有病。

洛夫 的诗《葬我于雪》
紧抱桥墩

▌没有爱会生病

以上的意念通常表现是：喜欢关 我在千寻之下等你
水来
怀别人，慈悲心、爱心、行善、宽

振动频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磁场。

容、柔和......这些都是高的振动频 我在水中等你
火来
率，达到
至
。

「很多人生病是因为没有慈悲心、爱

我在灰烬中等你——

心、宽容柔和等，只有痛苦和沮丧， 相反，喜欢怨恨、发怒，动不动指
通常这些病人的振动频率低于

责、埋怨、嫉妒、苛求他人，凡事自

揭开人类疾病的真正根源 /
今日分享：揭开人类疾病的真正
根源
心灵影响身体，五脏反映状态 今日分
享：揭开人类疾病的真正根源 （来自谷
歌）

祝人好运。
守护自己的健康，守护自己的心。不自造
病，也不麻木盲目的被疾病毁掉自己的人
生。向内：看向真正的自己，向外，看向
自然与宇宙规律——内在清明、外在随
顺。
永远更加智慧、更加负责的看待自己的人
生。幸福，不用求，就会来到你的身边
了。[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
[表情]（揭开人类疾病的真正根源分享完
毕，感谢您的阅读）[表情][表情][微笑][微
笑][微笑][微笑][表情][表情][表情][太阳][太
阳]大医传承，传承大医精神，传承厚德
文化！[表情][表情][表情][玫瑰][玫瑰][玫
瑰][太阳][太阳] （摘自谷歌）

心灵会影响身体，相对地，我们的五脏也
反映精神乃至灵魂状态。
藏象系统就是五脏对应「魂、神、意、
魄、志」；像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
肺藏魄，肾藏志。藏指藏于体内的内脏，
象指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现象。
从医越久越有这种感觉，就是精神意志魂
魄也许不在我们这个空间，但是都主控着
我们的人体。
如果精神意志魂魄不在我们这个空间，来
自宇宙，那么也许我们都有一个对应的星
体，和它是连串的，有连结，每一个人都
是有来头的，只是我们不知道。
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球？是不是带着初
始的愿望和某种任务而来？
就像我们的脑，科学家发现我们只使用脑
容量的2%，但是脑的体积只有人体四十分
之一，却须要全人体四分之一的需氧量；
脑部血流量占了心出量的15%……
如果人体只用2%的脑，为什么需要这么多
的需氧量和血流量？脑的其他98%在做什
么？也许那就是转运站、接收站的功用。
由此推论：精神意志魂魄之于人体，就像
灵魂穿了一件衣服，借此和宇宙共振。
之所以灵魂问题是医学问题，是因为宇宙
出问题了你也会有问题……
我发现有些人的疾病根源于此：他好像找
不到自己，也许是因为根源出了问题，这
是我常常思考的部分。
顺应天地节律养生就会走运
老祖宗养了我们炎黄子孙五千年，为什么
才发展两三百年的西医就把我们打败？为
什么就把它全盘否定？
实证科学是否就是真正的科学？物理界、
量子力学还有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
呢！
整个人、整个宇宙分分秒秒都在变动着，
重复验证本身就难定论，人是否有足够的
智慧和能力证实自然的一切？谁有资格批 判老祖宗的智慧？能治得好病就是最高的
科学，只要有效就是最高的科学。
科学不是看理论多丰富或仪器多精密，不
然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生病？符合自然就是
最高的科学，因为自然是神技，仪器是人
技，人力无法胜天。
否则科学这么发达，为什么依世界卫生组
织公告人类还有八千多种疾病不能被治
愈、还有许多超级病菌正入侵人类，目前 无药可治？
我们常说的「祝你好运」，为什么说运，
实际指的是，顺应天地节律养生就会走
运；背离道而行就会背运、坏运。所以说

-

-

《老子》养生名言.（之一二，，，）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 天地之始；有名 万物之母。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
为善，斯不善已。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
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
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
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
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

）
本报为纯文化， 文学 等 交流刊物，发
向世界供 稿！
欢迎， 对中西文化交流感兴趣的同仁给
我们供稿， 我们将争取两种语言刊用，
谢谢， 彩虹《南荷华雨》编辑部 荷兰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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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诗人笔会 - 在深圳隆重开幕
“百年新诗，宝安诗韵”， 2017 华文诗人笔会 12 月 16 日在深圳
宝安隆重举行，集聚国内外著名华文诗人，延续发展华文新诗道
路，加强提升诗歌艺术与交流。本届 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开幕式
在 深圳宝安区图书馆报告厅举行，由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副主席 洪
三泰主持开幕式，由笔会创会主席 -96 岁的老诗人野曼 致辞。他
说很高兴诗人笔会在深圳举行，促进诗歌文化艺术的发展，祝贺
诗人笔会成功，宣布华文诗人笔会隆重开
幕 。与会者来自海内外， 50 多位。
1993 年， 第一届诗人笔会在贵州西湖开始举行，当时由 25 位中
国与海外华文泰斗诗人，签 1 字成立诗人笔会，并在香港注册，
于 1994 在深圳正式成立 ，至今跨越 24 年头，在华文新诗发展百
年之际，重回到诗歌文化千年底蕴丰厚的深圳宝安举行诗会，实
为美好的文化之根 ; 宝安有海上田园，景区景点之美，旅游资源丰
富多采 ; 期盼诗人以诗歌描绘宝安。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吉狄马加诗人讲话中提到；国家主席习进
平强调延续 19 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精神，振奋人心。经过
40 周年深圳改革开发，面对历史续往开来，宝安在发展道路上
成果非凡。
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从创会，秉持爱国主义，华文诗歌写作发展，
凝聚全球华文诗人群体，发展文化，具有 19 大精神中的文化自
信，宣传中华文化，续承优良传统诗歌精神支撑，具有责任感，
道德感，联系诗人情感，推动诗
歌艺术交流，对推进和宣传中华
诗歌文化扮演重要角色。
他说，中国诗歌一百年了，今天
中国新诗发展，要联系中国文学
传统美学，学习传统诗歌之美，
多读经典古诗，让诗歌共生，通
过新媒体，提升诗歌精神，当今
人民学习诗歌，朗诵诗歌，人民
基层接受诗歌热忱来看，是诗歌
繁荣景象。而当今中国人再次见
证伟大新时代的发展，在全面建
设小康家庭，文明 美丽和谐社会
时，诗 人 们 可 成 为 新 时 代 歌 咏
者。 （文稿 - 参会诗人：王涛）

深圳新闻网宝安讯
月 日下午，

图书馆举行。此次笔会以“百年新诗 千年宝安”为主题，
来自深圳、宝安等全国各地31位著名诗人带来28首原创诗歌，现
场朗诵，歌唱宝安，讴歌新时代宝安新作为、新变化、新发展。
“听完那首长诗（邓小平之歌），把历史的镜头拉得更
远，也引发了我们对宝安文化革命更深的思考与回顾。姚任说
道，国家兴业，诗家兴，希望在座诗人能够在宝安激发更多的诗
意灵感，思想火花，创作之梦，为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梦想，伟

大的事业，伟大的世界留下更多的传世佳作，也为宝安文化建设
留下一些启迪和启示。
第一位出场朗诵的诗人是墨心人、度母洛飞。
他们一起朗诵由洪三泰创作的诗歌《百年宝安》。洪三泰
现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学院院长、国家
一级作家。据了解， 年代初洪三泰第一次来到深圳市宝
安区，作为广东省专业作家来到宝安采访，写作。当时，
宝安作为改革开放窗口，历史文化底蕴，靠近香港，澳
门。至今，宝安具有
多年的历史。由此，洪三泰和他
的作家朋友，写作出版《百年宝安》。随着宝安这十几年
的飞速发展，洪三泰又产生了写一部长诗《千年宝安》。
《千年宝安》记录宝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此
篇长诗共计
行，从晋朝的宝安开始写起，古代，近代
历史，记录了外国侵略者，用热武器进攻占领宝安，宝安
人民用冷武器（刀剑）打败外国请略者，通过这样的历史
反映出宝安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奋斗，改变自己的
命运，伟大的民族抗争精神。目前，《千年宝安》现在还
未完稿。
,

年（深圳宝安）华文诗人笔会在宝安

